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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灣」互補強 添力拓市場
特首對工作報告感鼓舞 盼與灣區城市合作

■林鄭月娥接受央視訪問。

片段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北
京列席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二次會議開幕式。她對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向大會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中，有關粵港澳大灣區
及涉港部分感到鼓舞，並表示香港
特區政府會堅守「一國兩制」方
針，全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她在接受中央電視台訪問時則
提到，香港可以和深圳、東莞、佛
山等城市，挑選互補性強的項目合
作，既為香港的產業帶來新動力，
並為香港專業服務提供者
提供多一個大市場。

提到今年會落實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規劃，
促進規則銜接，推動生產要素流通和人員
往來便利化，並在報告中重申中央支持香
港抓住共建「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的重大機遇，更好發揮自身優勢，全
面深化與內地互利合作。「林鄭月娥對此
感到鼓舞，她指香港特區政府會堅守『一
國兩制』方針，全力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
發展。」
而在中央電視台前日播出的林鄭月娥專
訪中，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欠缺土地，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香港
就可以結合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結
合開發、轉化和生產，為香港的產業帶來
新動力。
她續說，大灣區人口有7,000萬，是一個
很大的市場，需要很多優質服務，包括高
等教育、醫療、會計及保險等，而這些都
是香港比較有優勢的產業，對香港專業服
務提供者而言，就會多了一個很大的市
場。
被問及廣州、深圳與香港的分工和定
位，林鄭月娥指出，深圳是科技產業很強
的地方，可以結合香港的大學的研發能
力。未來，港深兩地將更能發揮協同效
應，發展得更好。

兩會期間，民建聯昨晚在北京舉行酒會，招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及全國政協委員，場面盛大。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張曉明、特首
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等亦有出席。
圖：陳勇供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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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續說，在大灣區其他城市，香港也會有
很多機遇，因為現在有港珠澳大橋，45分鐘
可由香港機場到珠海、中山，所以香港對這
些城市都很有興趣，希望未來能找到一些雙
方互補性很強的項目來發展。

發揮金融優勢 促進創科融資
林鄭月娥前日在北京與中國證券監督管
理委員會主席易滿會面，提到希望在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中更好地發揮香港的金融優
勢。她在訪問中指出，香港的金融優勢，
與綱要中香港作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定
位結合得很好。
林鄭月娥介紹，香港去年在企業上市制度
落實了新的安排，包括容許同股不同權的、

涉及新產業的企業，以及沒有盈利的生物科
技公司上市，她相信香港能夠成為大灣區科
技創新產業融資的平台。
她並期望在香港上市的新產業，可以在滿足
某些條件後納入「深港通」、「滬港通」，相
信對有關企業及香港市場都會更好。
在促進大灣區進一步對外開放，特別是
「一帶一路」方面，林鄭月娥表示，大灣區
強調了國際化、市場化，要進一步改革開
放，從這個定位來看，香港就很有優勢。一
些科技、金融項目，需要政府有更積極的促
成行為，需要一個平台，而這個平台應該在
大灣區建立起來，無論是研發、生產以至城
市管理的能力，都能夠隨着大灣區的公司走
到「一帶一路」的國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北京的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了中國銀
行的演講會，向三百多
名包括銀行管理層、員
工和企業代表的參加者
闡述特區政府的願景和
行動。
林鄭月娥強調，香港
具備「一國兩制」的制
度優勢和多項傳統優
勢，將會致力加強對外
關係，以及積極參與和
助力「一帶一路」建設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在金融服務業方面，
她指出，香港是國際銀
行、資產和財富管理以
及保險和風險管理中
心，擁有領先全球的離
岸人民幣業務和資本市
場，亦正推動債券市
場、綠色金融和金融科
技發展。香港會把握國
家在金融業放寬市場准
入的機會，致力提升和
鞏固香港的金融服務。

林鄭：致力促港金融服務

特區政府新聞處昨日發稿，其中引述
了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

民 記 酒 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程相逢、馬琳 兩會
報道）澳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昨日下午在北京
飯店小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澳門中聯辦主
任傅自應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涉及港
澳的方針政策，體現了中央對港澳發展的殷
切期待，也充分證明港澳在國家發展中的獨
特地位。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經濟社會發
展取得長足進步，但也面臨着產業結構過於
單一、博彩業一業獨大的發展瓶頸，「唯一
出路就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調整自身
結構，實現多元化發展。」
傅自應說，今年是澳門回歸20周年，同時
也是特區政府換屆之年。隨着國家發展進入
新時代，澳門也將迎來自己發展的新機遇。
他提到，習近平主席對澳門有着深厚感情，
不僅對澳門歷史有很深的了解和理解，對澳
門現在的實際情況、經濟社會各領域現狀及
澳門的人文環境，都有深刻理解，「習近平
主席對澳門未來的發展亦寄予厚望。」

澳將成祖國統一好路徑
傅自應表示，澳門的發展與未來，不僅關
乎澳門自身，更是「一國兩制」的重要實
踐；澳門的成功將成為祖國統一、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好路徑、好榜樣。
他又指，剛剛出台的《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對澳門「一中心、一平台」
的定位，就是要把澳門打造成國家進一步
對外開放的橋頭堡。由於澳門產業結構過

■傅自應表示，澳門應加強對博彩業的監
管。
中新社
於單一、博彩業一業獨大、轉型空間很小
制約着澳門進一步發展，澳門唯一出路就
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調整自身結構，實
現多元化。
他說：「通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別是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發展多元化經濟，讓
澳門這個自由貿易港、獨立經濟體、獨立關
稅區，更好地分享大灣區建設的紅利，讓澳
門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實惠。」

倡增管博彩防金融風險
此外，傅自應表示，澳門應加強對博彩
業的監管，着力防範經濟和金融風險。他
建議，澳門一方面要做好對博彩業走勢研
判的預測，防範外部經濟變化導致博彩業
劇烈震盪，加強金融風險的預防和監測。
同時，也應該積極引導博彩業企業向多元
化發展。

澳區代表：灣區規劃拓濠江發展空間

傅自應：澳門應速融國家大局多元發展
澳區全國人大
代表、澳門地區
中國統一促進會
會長劉藝良昨日
表示，澳門地域、資源、腹地有
限，要發展只有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戰略，進行深入的區域合作。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的出台，提供了這樣的條件，拓
展了澳門的發展空間。
他說，橫琴作為自由貿易試驗
區，它的定位就是支持澳門經
濟、產業多元化發展，「希望澳
門與橫琴打造特別合作區，」如
此一來，澳門就能克服地域小的
限制，獲得無限的發展空間。

&

劉藝良倡便利通關模式

橫琴新口岸正在建設當中，
主體大樓有望在今年澳門回歸
20 周年之際落成。劉藝良說，
澳門與橫琴合作發展的下一
步，就要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領導小組第二次全體會議中提
出的那樣，要創新便利的通關
模式。
他又指，港珠澳大橋中珠
海—澳門口岸「合作查驗、一
次放行」的通關模式，是全國

■劉藝良

香港文匯報
記者程相逢 攝

首創。他建議，將澳門蓮花口
岸貨檢搬到橫琴口岸，也採取
同樣方式通關，把橫琴建設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由
港」，對接香港澳門自由港的
制度和政策，並在國家法律制
度管理下，與國際接軌。

崔世平盼統一灣區法律
全國人大代表、澳門特區立法
會議員崔世平則認為，粵港澳大
灣區要盡快實現規則的銜接，協
調三個地區的法律，盡快出台有
關政策實現人、財、物的互聯互
通，這是最為關鍵的一步。他建
議，中央能否出台一部適用於大
灣區的統一法律，如果這個問題
不解決，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速
度肯定會受到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柏濤、程相逢 兩會報道

完善身份證明
便利內地生活
去年民建聯曾提交提
案，建議中央研究向香港
*
市民提供內地身份證明，
1
以便利在內地的生活、工
作和就業等等。國務院經
過詳細研究，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於去
年年中公佈《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申領發放辦
法》，正式推出居住證制度，讓合資格的港澳
台居民可與內地居民同享「三項權利」、「六
項基本公共服務」及「九項便利」。
上述政策措施能讓長期在內地生活的香港
居民獲享較完整的國民待遇，消除了他們在
內地創業、工作、學習及生活方面的多項限
制，令日後在內地工作生活更加便利，故政
策無疑是個非常重要的好消息。然而，不少
香港市民對部分實施細節仍存有不少疑問，
有待澄清。
此外，符合申領資格的港人只有 50 多
萬，換句話說，仍有超過 600 萬的香港居民
無法獲享政策帶來的便利措施，他們在內地
工作和生活時，仍需依靠一張回鄉證以證實
自己的身份，比較不便。前年國家開始推出
二代台胞證，號碼與內地居民身份證一樣達
18 位數，持有者可以像內地居民一樣無障
礙使用各種電子平台，大大便利工作生活。
二代台胞證為解決回鄉證的問題提供了極好
的先例。
在內地生活和工作，很多時候都需要使用
電子平台系統，但回鄉證與這些電子平台系
統難以相容，如果系統沒有調整，回鄉證持
有人便無法使用有關糸統。這個問題，去年
有關方面已經回覆民建聯，指國家移
民管理局已推出多項措施，推動回鄉
證的社會化應用，並正積極研究建設
互聯網身份認證平台。我們認為，措
施可以便利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生
活，對此我們非常歡迎和感謝。

倡回鄉證作內地身份證
為進一步為香港居民提供便利，民
建聯提出三項建議：
第一，盡快公佈更多居住證制度的實施細
節，以消除港人的誤會或疑問。
第二，放寬有關規定，向不在內地定居的
港人發放內地身份證明，或參考居住證制度
及二代台胞證的做法，考慮將回鄉證經調整
後即可作為內地身份證明文件，與內地身份
證有同等效用，以便利在內地的教
育、工作和生活。
第三，作為過渡性措施，有關部門
可加快推進互聯網身份認證平台的建
設以及相關措施，並呼籲及要求各公
營機構及各行業所有主要的服務營運
商，在提供電子服務平台時，必須確
保能兼容回鄉證。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